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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愿 景 

锻造医药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

铸就百战归来医药英才的新起点。

学 院 使 命    
培养根植中国、面向世界，兼具专业水准和

系统思维，勇于担当的医药行业发展推动者。

学 院 宗 旨    
服务为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学院价值观   
弘道亦弘人，兴道亦兴业。

学 院 特 色    

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全球视野和国际

水准为目标，以适用型人才培养为重点，以

课程精品化为基础，以管理创新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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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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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制药匠士
助力药品制造

为了国内药品早日达到国际质量水平，近年来中国药政改革力度空前，从推

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改革临床试验管理、修订药品管理法、提

出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积极加入国际组织、接受 ICH 的质量标准

为审评基础，到优化审评审批制度、积极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处处体现

政府提升药品质量及促进药品创新的决心。

在此种环境下 , 药品制造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更显重要，同时药品质量的保证

与生产管理优劣息息相关。如何有系统地针对制造管理人员，加强质量管理

体系的规范 , 从设施 / 设备确认管理、供应链管理，到生产流程及工艺验证，

完成实验室测试，对药品可能产生的影响能有效的控制，由于牵涉范围广，

需要许多部门参与，管理人员的能力培养成为制药企业关注的重点。

“药品制造管理”课程旨在培养药品生产管理人员的能力，从生产管理的角度，

以质量管理体系为基础，把握合适的文件处理，在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完成

工艺验证与设施 / 设备确认，达到质量管理之目的。

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做出全面提升

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中国制造 2025》纲领。

在此国家政策环境下，亦弘商学院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在继“药品国际注册”、“药物研发的科学管理”、“临床研究管理”之后，

适时开设“药品制造管理”课程。希望有志人士参与，为未来中国药品质量

的提升，乃至药品制造向“智造”的升级，一同做出贡献！

亦弘商学院为沈阳药科大学二级学院，成立于 2014 年 3

月，实行以理事会管理体制下院长负责制的新型学院管理

机制。学院实行以课程为导向的全员教师聘任制，整合教

育、研究资源，邀请国内外最具实力的一流学者、业内专

家开展教学与研究，形成强大的师资教研队伍。开展精英

学位教育、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定制教育、网络教育等教

育项目。

学院致力于探索医药领域管理教育与应用教育的新模式，

为医药产业培育根植中国、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准的高

级管理与应用人才，开展医药产业政策与行业研究，增进

国内外药事管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

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培训机构。

辛   强    博士
药明生物首席质量官

原美国 FDA 驻华办副主任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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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教育项目
 张象麟  院长                                                                         

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

“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行业政策，对医药职业经理人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我们希望通过整合优质师资，
创新教育模式，以专业、精细化的课程体系，培养具有
专业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汇聚一流优质师资
学院以课程为导向，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一流专家，倾力设计开发和讲授精品课程。

构建系统课程体系
采用专题模式和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讲授行业急需的专业知识与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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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个人申请者：5 年以上医药领域相关从业经历，可保证每月利用 2 天工作时间（周四和周五）参加学习。

                           申请硕士学位者需具备本科以上学位。

企业或机构申请者：可根据预订的学习名额选派不同人员参加各模块的课程学习。

课程项目

药品国际注册

药物研发的科学管理

临床研究管理

药品制造管理

课程结构

8-10 个核心专业模块，2-3 个
通识模块。

时间地点

主要在北京授课。学制 1-1.5 年，
在职学习，每月集中授课 4 天（周
四至周日）。

课程语言

汉语授课为主，外语授课时配中
文交替翻译。

学员构成

平 均 年 龄 35 岁， 平 均 工 作 经
验 10 年， 中 高 层 人 员 比 例 近
80%。

学位申请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沈阳药科大
学药事管理硕士学位。申请硕士
学位者，需公开发表 1 篇论文并
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

药物研发的科学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培养药物研发管理领域未来的行业精英
助力企业提升研发管理效率和水平 

临床研究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聚焦专业与管理两个维度，培养复合型临床研究管理者
助力企业科学高效规范开展临床研究

药品国际注册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培养药品国际注册领域未来的行业精英
将企业国际化战略变成具体行动 

药品制造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以“质量源于设计和制造过程管理”为理念，提升企业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 

注 : 每个项目 12 个模块，约 400 学时，接受个人申请和企业或机构申请

培养“质量源于设计”的管理思维

将企业生产运营策略变成具体行动

学位教育项目

学员的全面获益一流的课程建设 系统的课程方案



课程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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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强    博士
药明生物首席质量官
原美国 FDA 驻华办副主任

主任委员

王   刚   博士
原国家药品审评中心首席
科学家
原美国 FDA 驻华办副主任

委     员
兼模块课程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序

申京建   博士
北京世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总裁

李鸿阳   先生
苏州诺华工厂质量总监高级
制药工程师

林丽红   女士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张   华   女士
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
副主任

武亚峰   先生
天俱时医药化工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董事长
天俱时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

费  坚   先生
百特（中国）大中华区质量
总监肖志坚   先生

诺华制药大中国区质量负责人
执行总监

模块课程主席
部分，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董明   先生
罗氏制药中国区质量总监

药品制造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为保证课程质量，学院专门成立“药品制造管理”课程

建设委员会，邀请业内颇具影响力和专业能力的专家开

发和设计课程，并以课程为导向，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医

药领域一流的讲者担任课程主席和课程教授，精心组织

教学设计，为学员提供独具特色的学习体验。

特别感谢：

CFDA 有关专家及亦弘商学院研究员邵颖
博士对课程建设给予的指导 !



药品制造管理专业能力培养项目

单位获益

通过选派企业骨干参加系统学习，助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行业竞争力：

◆提升企业药品制造的规划、设计、实施与管理的能力；

◆全面提升企业药品制造与管理的体系构建能力；

◆全面提升企业药品生产过程控制与质量管理能力，有效控制风险，提高运营效率；

◆提升企业药品质量与品质，提高企业的品牌价值；

◆聚焦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培养复合型生产与质量管理及未来的领导者；

◆增强企业对高潜力人才的凝聚力；

◆促进企业质量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

学员获益

从通过本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和实践演练，学员将收获：

◆从宏观到微观系统掌握药品制造过程的决策节点与要素、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方法，

    体验和学习支持企业高层决策的能力；

◆系统了解、熟悉药品生产与质量管理的专业知识体系，培养构建有效与规范的质量

    管理体系的能力；

◆全面掌握基于风险管理的药品生产与质量管理的操作规程；

◆与全球高端管理与专业人士深度交流，融入国际化视野与专业水准的师生团队和职业平台；

◆为持续学习提高及成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适用对象

本课程拟培养药品制造领域未来的管理者与领导者，招收学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药品制造、质量管理、工程等领域中的中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药品监管机构相关管理人员；

◆对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有较强兴趣或有志于从事生产和质量管理工作者；

◆具备一定药品研发、生产或质量管理经验者；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还须具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位。

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质量源于设计和制造过程管理”为理念，以药品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控制为核心，系统讲授药

品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转移、工艺验证、生产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的科学与技术实践，使学生深入、系统

理解并全面掌握药品制造全过程的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具备良好的管理思维、组织实施和系统解

决问题能力的药品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高端人才。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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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详情

药品的质量源于设计和制造管理过程，将良好的设计物化为良好的制造与质量管理

过程是药品制造企业的基本技能，更是保证药品质量和品质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系统构建药品制造管理知识体系

与全球高端管理与专业人士深度交流

有能力领导、组织和实施跨部门生产

资源的配置和协调，以推进合规的生

产运营；能够建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

系，控制风险，保证药品质量。

组织实施能力

具备以宏观角度与风险控制的管理理

念，在生产运营和质量控制过程中关

键节点的决策能力，为公司规划与运

营决策提供支持。

规划决策能力

熟悉药品生产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法规体系和技术要求，理解工艺与质

量要素，能够将系统的理论和认知落

实到日常工作中，具备有效执行能力；

同时提升持续学习和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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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与概述、7 种浪费（TIMWOOD）

◆精益生产的基础 5S 和基本工具、6- 西格玛和 DMAIC 过程

◆精益生产的六要素和质量系统、质量管理与成本；推动生产

    和拉动生产的关系

◆精益生产与精细化管理的区别

◆统计学工艺控制概述

◆工艺能力及工艺能力系数的概念

◆工艺能力评估

◆工艺能力系数 Cpk 和 Ppk 的区别和应用实例

◆工艺控制图：概述、类型选择及应用、构建、  

    应用与解读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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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2）：精益生产与统计学工艺控制

◆供应链和供应链质量管理导论

◆供应商管理

◆供应链完整性的保证

◆运输管理和仓储管理

◆新产品上市衔接

◆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

◆药品短缺和供应链安全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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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

◆ API 的生产

◆非无菌制剂生产的风险点及其控制

◆无菌制剂生产的风险点及其控制

◆产品包装

◆仓储和运输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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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1）：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供应链质量管理

◆药品制造和质量管理导论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主要元素及实施

◆检查缺陷的回复及其整改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架构的构建、实施和评估

◆ MAH 制度下的端到端的质量管理体系

模 块

1

◆药品质量风险管理基本概念和过程导论
◆质量风险管理常用工具及决策树
◆质量风险管理流程：计划、风险评估 （识别、  
    分析、评价）、风险控制、回顾与沟通 
◆质量风险管理的相关法规
◆质量风险管理在药品生命周期的应用及质量   
    风险管理和质量体系间的关系
◆质量风险管理的综合应用
◆质量控制策略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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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风险管理药品制造与质量管理

◆认识质量和 QC 的功能
◆质量理念的实现
◆实验室的布局、环境和设施及安全管理
◆实验室的组织管理
◆仪器设备管理及取样和样品管理
◆分析方法验证及质量标准的建立
◆数据可靠性
◆稳定性管理及 OOS/OOT 调查
◆统计学分析基本概念和检测误差控制
◆文件控制和数据管理

◆ GMP 体系对生产设施及设备管理的要求

◆厂房设施设计

◆厂房设施建设（GEP）

◆环境、健康、安全（EHS） 

◆ HVAC、水系统、工艺用气

◆ EMS、BMS、计算机系统

◆文件管理和人员培训

◆相关的确认和验证、校验和维护

◆验证与确认导论

◆确认与验证管理

◆药品生产工艺基本概念

◆药品生产生命周期：第一阶段 - 工艺设计

◆药品生产生命周期：第二阶段 - 工艺确认

◆工艺统计初步

◆药品生产生命周期：第三阶段 - 持续工艺核实

◆清洁验证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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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6
模 块

7

实验室管理 公用工程设备 / 设施管理

验证与确认

模 块

9

数据和文件管理

◆企业自检（内审）

◆官方 GMP 检查的迎检和应对

◆官方 GMP 检查（中国）

◆官方 GMP 检查（WHO）

◆官方 GMP 检查（美国）

◆检查缺陷的回复及其整改

◆危机管理及警告信的回复及其整改

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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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改进

从技术到管理

沟通管理

工业统计学

模 块

11

通识课程（1）

项目管理

会议管理

谈判与博弈

模 块

12

通识课程（2）

◆检厂方法与验证 

◆旧产品（Legacy Product）的验证

◆欧亚执行工艺验证现状

◆加速 / 突破疗法的工艺验证考量

模块设置
本项目为模块制课程，核心专业模块为 10 个模块，通识课程为 2 个
模块。每个模块 32 学时，每 16 学时为 1 学分。

◆制药企业信息系统的构建和要求

◆数据的分析方法和运用

◆质量管理文件系统

◆电子化文件管理系统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

◆良好的文件书写规范

◆数据可靠性—法规要求和数据生命周期

◆企业数据管理体系的构建

◆计算机化系统的数据可靠性的风险评估

◆审计中常见的数据可靠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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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弘课堂

精心打造“有价值的课程”

共同营造“有质量的课堂”

互 动

课 堂

系统完整       引导授课       案例分析       实战演练

小组报告       互动参与       头脑风暴       分享见解

一个来了忘不了，来了还想来的课堂！

一个迫使每个人都有存在感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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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聚焦化   课程设置全面化
课程学习系统化   课程流程优质化

课程师资专业化   授课形式多样化
班级管理精细化   交流平台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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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英
校 友

由个人学员和企
业学员组成独特
的半流动班级来自研发、临床、

注 册、 生 产、 管
理等多个部门和
领域

来自不同省市地
区，企业中高层
人员占比 80% 以
上

平均年龄

35 岁
平均管理经验

6.8 年

系统的课程方案

采用模块化教学和案例研讨等方式，
系统梳理相关知识体系，全面介绍国
际先进管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培养学
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课程所学知识和
技能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

丰富的互动交流

课程期间邀请政府或行业资深专家进
行专题讲座，开展研讨和调研活动，
丰富课程内容，为学员提供深度的沟
通交流和互动平台。

一流的课程建设

专门成立课程建设专业委员会，邀请
业内颇具影响力和专业能力的专家开
发和设计课程，以一流的设计和讲者
为学员提供独具特色的学习体验。

全面的学员获益

引导学员构建创新思维、拓宽观察问
题的视野、提升沟通与合作的技能、
掌握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拓展商学
知识与思维，在全面系统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收获管理与自我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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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证书
参加本项目的学员，完成规定课程且考试成绩合格者，可获得由亦弘商学院颁发的药品制造管理

专业能力培养结业证书。

参加本项目的个人学员，可申请继续学习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学专业同等学力班规定的课程（补

修和认定包括公共英语、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内的药事管理学

硕士学位要求的课程，累计 28 学分以上）。申请者资格和成绩审核通过者，将颁发沈阳药科大学《高

级专门人才研修班结业证书》。

课程费用
课程费用：158,000 元

▲包括学费、教材费、案例使用费、午餐费、资料费、文具费、     
    笔译及口译费（如有）和其他相关材料费。
▲申请硕士学位者，后续还需按学校规定缴纳相关课程费及论文
    答辩费。

优惠方案 : 减免 8000 元：开课前 3 个月之前申请成功者。
                 更多优惠详情敬请关注学院“亦红包”激励政策。

学位申请
参加本项目并取得沈阳药科大学《高级专门人才研修班结业证书》的学员（以下简称“申请人”），可提出以研

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药事管理专业）的意愿，但须满足：

申请方式

个人申请

申请者可登录学院网页（http://

www.yeehongedu.cn）在线报

名 , 或致电 / 邮件索取报名表（或

网页下载），学院将及时给您

发送报名须知和相关资料。

企业申请

本课程接受企业或机构申请，

企业可根据预定名额在不同模

块选派不同学员参加学习。官

网在线报名或致电 / 来函索取

报名表均可。

1. 申请者为亦弘学员，或为亦弘学员推荐；
2. 企业申请者，满足派员参加
      高层经理培训 / 研修课程累计 5 次，或学位教育 2 次。

尊享八五折

尊享八折
亦弘荣誉学员。

折扣礼遇不可叠加   

电话 010-65541577-836/832

邮箱 apply@yeehongedu.cn

申请程序
报名申请：每期开课前 6 个月

面试录取：每期开课前 3-5 个月

授课时间：每月学习一个模块，安排在每月

                  第二周或第三周的周四至周日，

                  共 4 天

申请信息：本项目计划招收 35 名学员，

                  接受个人申请和企业或机构申请

1. 申请提交：

报名表、推荐信、申请人自述等。截止日期：请关注学

院官网或微信平台发布信息

2. 面       试：

申请资料经招生专家工作组审核后发送面试通知

3. 申请确认：

面试通过后发送付款通知；付款完成日期：请关注付款

通知

4. 录取确认：缴费后 5 日内收到录取确认通知

5. 开学时间：首期课程计划于 2018 年 9 月 6 日开学。请

关注学院官网或微信平台发布信息

我院保留对课程信息（包括日期、地点、师资、课程安排和其他细节等）进行
调整的权利。因课程席位有限，我院保留根据招生情况停止接受申请或将申请
调剂至同一课程下一期次的权利。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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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具有学士学位，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已获得的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为国（境）外学

位的，其所获的国（境）外学位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申请人自进入项目学习之日起（以第一堂时间开始计算），须在五年内通过沈阳药科大学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

和国家组织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且成绩合格。

申请人自进入项目学习之日起（以第一堂课时间开始计算），须在三年以上六年内完成学位论文、提交学位论

文答辩申请并进入答辩程序，六年内未完成以上环节者，本次申请无效。

申请硕士学位的具体工作，遵照最新版《沈阳药科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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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弘商学院学位教育项目致力于培养专业与通识兼
具、负有责任感的高端人才。为此，教授团队精心
推荐阅读书目，助力学员构建扎实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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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弘悦读

FDA in the 21st century，Holly Fernandez Lynch，I.Glenn Cohe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Food and Drug law—cases and 
materials，Peter Barton Hutt，Richard A. Merrill，Lewis A. Grossman The Merck Druggernaut：The Inside Story of a Pharmaceutical 
Giant，Fran Hawthorne，John Wiley & Sons Inc，2005

Science Business：The Promise,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Biotech（1st Edition），Gary P. Pisano,，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06

Genentech：The Beginnings of Biotech，Sally Smith Hugh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The Billion Dollar Molecule: One Company's Quest for the Perfect Drug，Barry Werth,，Simon & Schuster，Revised edition，1995

The Antidote：Inside the World of New Pharma，Barry Werth，Simon & Schuster，2014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Variation, J Mcconnell, McPhersons Printing Group, 2003

Six Sigma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rian K. Nunnally, John S. McConnell, CRC Press, 2007

The Evolution of Drug Discovery:From Traditional Medicines to Modern Drugs，Enrique Ravina，Wiley- VCH，2011

Drugs：From Discovery to Approval，Rick Ng，Wiley-Blackwell，2015

Fundamentals of US Regulatory Affairs, Ninth Edition, RAPS,2015

Fundamentals of EU Regulatory Affairs, Seventh Edition, RAPS,2015

Pharma 2020: From vision to decision, PwC,2012

《药物简史—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德）博伊姆勒著，张荣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药物史话》高宣亮，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新药研发的故事》梁贵柏，上海三联书店，2014
《新药研发案例研究—明星药物如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白东鲁，沈竞康，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保护公众健康：美国食品药品百年监管历程》   菲利普·希尔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创新者的处方：颠覆式创新如何改变医疗》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杰罗姆·格罗斯曼，黄捷升著， 刘昱含编，
    朱恒鹏 ，张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药物发现：从病床到华尔街》，( 美 ) 巴特菲等著，王明伟等译，2010
《 “重磅炸弹”药物——医药工业兴衰录》,Jie Jack Li 著，张庆文译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美国药品申报与法规管理》王建英 .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
《工业统计学》张崇岐，燕飞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质量管理与卓越绩效》（美）詹姆斯·埃文斯，威廉·林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朱兰质量手册》，约瑟夫·M·朱兰，约瑟夫·A·德费欧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质量管理入门》（日）石川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IATF 16949 质量管理体系五大工具》张智勇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药品 GMP 指南 : 质量管理体系》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编写，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专业  专注

《管理学》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美）德鲁克著，许是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管理经济学》（美）麦生根等著，李国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管理行为》赫伯特 A. 西蒙著，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经济学原理》N.   格里高利·曼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魔鬼经济学 4: 用“有色眼镜”看清世界》（美）史蒂芬·列维特，（美）史蒂芬·都伯纳著，王晓鹂译，
    中信出版社，2016
《经济学》（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著，萧琛主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项目管理协会著，许江林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有效的项目管理》（美）威索基著，杨爱华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企业项目化管理实践》李文，李丹，蔡金勇等，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成功的项目管理》（第 5 版）（美）克莱门斯，（美）吉多著，张金成，杨坤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博弈逻辑》张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博弈论基础与应用》（法）让·梯若尔，朱·弗登伯格著，姚洋校，黄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美）史蒂芬·柯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陈中，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目标》（以）高德拉特，（美）科克斯著，齐若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沟通力》威廉·瑟勒，玛丽莎·贝尔，约瑟夫·梅泽著，杨亚杰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谈判力》罗杰·费希尔，威廉·尤里，布鲁斯·巴顿著，王燕，罗昕译，中信出版社，2012
《优势谈判——一位王牌谈判大师的制胜秘诀》( 美 ) 罗杰·道森著，刘祥亚译，重庆出版社，2008
《质量免费》（美）菲利浦·克劳士比著，杨岗，林海译，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干法》（日）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从 0 到 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美）蒂尔，（美）马斯特斯著，高玉芳译，中信出版社，2015
《戴明管理思想精要：质量管理之父的领导力》（美）威廉·爱德华兹·戴明，乔伊斯·尼尔森·奥尔西尼著，
    裴咏铭译，西苑出版社，2014

通识  通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药品价格评审中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评价中心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国家药典委员会

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

上海市 / 浙江省 / 广东省 / 山东省药品审评中心 /
药品检验所

卫生部北京医院 / 北京肿瘤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 / 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院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广州
军区广州总医院 / 四川省人民医院 / 第三军医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暨南大学 / 中国药科大学 / 上海中医药大学 / 辽
宁中医药大学 / 河南中医药大学

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珅奥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缔脉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广东中润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远大诺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润东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仙琚制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艾尔建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罗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安进公司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诺华贸易有限公司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卫材（辽宁）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部分学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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